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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1 月 9 日，焦作
市公安局中站分局 30 多名警察不畏严寒连续奋战 6 个
多小时，在大山深处成功救下一名轻生群众。
当日 17 时许，该分局李封派出所所长刘星接到上
级指令：辖区一张姓居民意欲轻生，电话已经联系不
上，马上排查搜寻。刘星马上和其家人取得联系，带
领民警对张某近期经常出现的场所进行查找，获知一
条信息：前一天张某曾在龙翔办事处一村子附近打电
话表示不想活了。刘星立即将这条信息反馈给值班
领导副局长张建利。张建利一边通知龙洞派出所所
长牛金平带人先行入村排查，一边带领局里 15 名值班
民警直奔山区。
中站辖区有近一半的面积是山区，沟壑纵横，地广
人稀。牛金平和辅警找到村干部说明情况，并联系龙
翔办事处，请求派人支援。当日 18 时 30 分，张建利带
队和牛金平会合，将民警、群众分组从 4 个方向同时向
外围搜寻，扩大搜索区域。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仍然没有找到张某，搜索人员的心揪得更紧了。当日
21 时许，该分局局长王亚斌带着其他班子成员及增援
民警 20 余人也赶了过来，将指挥部移至现场进行指
挥。消防应急救援队和 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待命，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队也前来支援。
就在着急之时，分局传来消息，张某是在当日 15
时乘坐一辆出租车到达目前民警们正在搜索的区域附
近，下车后向北走了 100 多米，拐进了右边的一条土
路。获得这一重要线索后，王亚斌当即将参与搜索的
民警、辅警和干部群众分成了三组，沿土路两侧搜索前
行。时间一晃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一名当地群
众向王亚斌反映前边有个废弃的矿坑。不放弃任何希
望，民警急忙奔向那个被草木遮掩的坑口。坑口很小，
需半蹲才能进入，王亚斌带头进洞，发现一男子双眼紧
闭，浑身血迹，奄奄一息，正是张某。在强光手电的照
耀下，该男子的眼皮跳了一下，王亚斌欣喜地叫起来：
“还活着！”大家首先帮张某止血，然后多人轮换着将其
抬出矿坑，送上救护车。经医院抢救，张某已经摆脱生
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5687号
张立飞：冯浩光与张立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2019)豫 0105 民初 18947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
义务，权利人冯浩光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向本院申
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 0105 执 15687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依法将对你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
99 号院 22 号楼 1 单元 7 层 25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7172号
王勇：王翠珍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20)豫0105民初22538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王翠玲向本院申请执行。诉讼过程中，本院依
法查封被执行人王勇名下位于金水区经三路北段
84 号院文馨花园 26 号楼东 2 单元 201 号（不动产权
证号：0401078742）的房产一套。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 0105 执 17172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消费令、责任义务告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
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清偿
债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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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救人
本报鹿邑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尹志丹 通讯员 胡森
林）1 月 10 日 12 时许，鹿邑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东关警
亭值班人员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苑家园北侧护城河里
有一名女子落水。接到报警后，带班队长武伟迅速带领
特警队员姚留地、张景涛、倪亚彬等人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武伟等人远远看见河边围着一群人，
河面上漂浮着一位穿红色睡衣的中年女子。姚留地、张
景涛立即卸下单警装备，顺着群众送来的梯子迅速下到
河里。
刺骨的河水浸透了警服，两人顾不上寒冷，将落水
女子拉到岸边。由于该女子的睡衣已经完全浸透，梯子
空间狭小，其他人无法施展营救，两人只能一个向上托
举，一个往上拉。施救过程中，该女子拒不配合，给施救
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与特
警队员齐心协力，最终将落水女子救上岸。随后，该女
子被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
经了解，该女子名叫邱某，53 岁，因家庭琐事与丈
夫发生矛盾，一时想不开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目前，邱
某已脱离生命危险。
当问及下水救人的感受时，姚留地说：
“ 河水虽然
冷，
但救下了群众，
觉得心里特别暖。”

关于注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

公 告

2017 年在为沙集乡沈集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后，沙集乡沈集村委会发现与徐敬川签
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错误，及时向沙集乡政
府请示，解除了与徐敬川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合同，并告知徐敬川，徐敬川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异
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
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其他收回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徐敬川未交回证书，承包
合同解除土地确权证书作废，现依法注销虞城县人民
政府为徐敬川颁发的豫（2017）虞城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第 078283 号证书。
特此公告。
虞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4 日

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
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坤：
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申请执行王志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评估报告及异议通知书。评估报告如下:
被执行人王志坤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燕黑路 13
号 6 单元 6-7 层 82 号（不动产权证号:1601095062
号）房产评估价值为 1186500 元，
产权面积为 176.06
平方米。如果对上述估价报告有异议，
应在收到该
估价报告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逾期未提出
异议或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据豫郑世纪评字
[2020]113167S号评估报告对查封的房屋进行处分。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静、郭永华、岳前进、李闯：本院受理原告淮阳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603 民
初 33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
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单、
任晓涟：
本院受理原告沈永才与李单、
任晓涟
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豫 0184 民初 7073 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中心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秋霞：再审申请人雷伟与被申请人胡颖、韩秋霞
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
再审申请人雷伟不服本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豫 10 民终 1620 号民事
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
由
本院再审本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见
报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五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孙燕霞：再审申请人雷伟与被申请人胡颖、孙燕霞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及再审申请人雷伟与被申
请人孙燕霞排除妨害纠纷一案，
再审申请人雷伟不
服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豫 10 民终 1621
号民事判决和（2017）
）豫 10 民终 1475 号民事判决，
分别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作出民事裁定，
此二
案由本院再审，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此二案开庭传
票。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二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1 年 01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01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郑州市中原区秦岭
路 9 号院 2 号楼 1-2 层附 12、13、14 号三套房屋（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1001017708、 1001018307、
1001018310）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
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
新郑市人民法院。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1年2月16日10时至2021年2月17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
2021261174户名：
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山
东省曹县闽江路南侧庐山路东侧鼓楼广场
1005-2-106号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
杨
法官，
联系电话：
19837091596。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华联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河南中立信保险销
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远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
国彦（李彦）、
崔素丽、
高虹、
刘程、
李彬：
本院受理原
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

“五进”
宣传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
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在“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中，新蔡县公安
局依托警务室和警务工作站，组织
民警、辅警带宣传材料，深入辖区
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工厂等人
员较为集中的地方，采取发送安全
防范宣传材料、展出宣传版面、剖
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增强群众安
全防范意识，着重提高重点群体的
防范诈骗能力，形成“人人预防，全
民抵制”的良好氛围，受到辖区群
众支持与好评。
（毛甜甜）
筑牢人民调解
“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近年来，汝南县司法
局南余店司法所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狠抓矛盾纠纷排查与化解，充
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多举
措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该司法所不断健全村级调解
机制，把“五老”协会和妇联“四组
一队”部分人员充实到村调解员队
伍中，完善调解员队伍建设，有效
化解矛盾纠纷，确保辖区和谐稳
定。注重引导各村调解委员会在
调解后以案说法，引导群众合理反
映诉求；同时，立足辖区内土地确
权这一实际，集中力量开展土地纠
纷大排查，将涉地矛盾纠纷消灭在
萌芽状态，扎实做好人民调解本职
工作，
助力辖区和谐稳定。
（白云峰）
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华联汽车货运有限公司、
河南远通实业有限
公司、
河南远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彦（李彦）、
李林泽、
李冬玲、
李德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华联汽车货运有限公司、河南中立信保险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远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国彦（李彦）、李德平、高虹、刘程、李彬：本院受
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与被告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德勤：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胜杰诉被告张德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20）豫 0902 民 初 769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岳飞：
本院受理原告施功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02 民初 82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随华先：
刘广清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1402 执 3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
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法律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